
  

一、概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下属 9 个市州分公司， 4 个直属单位

和 40 个县（市）分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集团公司每年都有大

量的基站建设项目，为了降低成本，大部分物资都是由集团集中采购，集

中分拨的，由于采购物资的数量不等、分布不均、价值不等、损坏率不同、

折旧率各异，因此物资的管理和清查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手

续繁琐、工作量大、时间长，容易出差错，尤其对于大量物资的采购、分

拨、配送、库存、帐务管理等环节控制都不很精细，造成大量的业务瓶颈。 

中国移动集团化条码物资管理系统成功案例 

为了顺应公司高效运作，精确管理的思路，公司必须借助先进的

信息技术和条码技术手段来加强物资管理，通过条码仓储物资系统的

建设可以建立完整的集团化物资采购、配送管理体系，达到物资精确

管理、库存帐务清晰、各项数据充分共享、及时查询分析和为领导提

供精确的决策依据，可充分实现集团公司集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

提高物资管理透明度，加强集团公司信息化建设从而大力提高集团公

司的综合管理能力和竞争实力。 

应用带有 GPRS 功能的移

动终端，实现物资的实时

查询、仓库及施工现场收

发货、盘点、调拨等作业

方式，提高作业效率，加

快信息反馈，提高物资管

理的支撑力度，实现物资

全生命周期实时跟踪管

理，实现一套现代化的企

业物资管理系统。 

移动商务 随需应变 

基于集团公司提出的科技创新和企业信息化建设意见，

北京精诚软件公司和中国移动延边移动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双方就延边移动公司物资管理进行系统研发和实

施，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延边移动公司和省公司成功上线。 



 

  

二、需求分析 

系统采用 B/S＋C/S 结构设计，后台采用 SQL Server2000 数据库，满足

领导 B/S 系统查询和大数据量操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采取模块化设计，分

为组织结构管理、供应商管理、产品目录管理、采购计划管理、采购过程管

理、合同执行管理、采购效果分析、决策支持系统等多个模块。 

 

组织机构管理根据人员动态可以根据权限更新，不同权限的角色享有不

同的管理职权。 

供应商管理实现对供应商的考核管理，实现供应商分级管理，形成动态

变化的供应商数据库。 

产品管理建立规范的产品信息目录数据库，各厂商通过规范格式填写本

厂商提供的产品，由我公司审核后录入产品信息库，实现产品信息库的自动

更新。 

实现年度、半年度、季度、月度采购计划编制，并可以随时调整采购计

划，实现计划外物资请购流程，请购至到货的时间限制长，优先满足采购计

划内的采购任务，各类采购类型的采购进程均从请购申请发起，实现招标采

购内部管理流程。 

物资库存管理通过到货通知单及到货清单，对应物料编码库打印物料编

码，粘贴在到货物资上，不开箱的大包装实现大包装编码和明细编码，不开

箱的单件物资，粘贴明细编码。 

决策支持系统需拥有强大的统计查询功能，主要为采购决策提供依据。

用户可根据业务需要自行设置多种统计查询模板，相关权限人员可以使用统

计查询模板，实现对采购项目所关注信息的统计查询功能。 

精诚软件基于丰富的 PD

A和 WLAN/GPRS网络开发

技术，精诚软件帮助中国

移动实现对各类工程物

资、备品备件和仪表、I

T 类物资的采购、入库、

调拨、盘点和报废等管

理。 

技术领先 经验丰富 



 

  

条码物资管理系统支持

灵活的条形码扫描和导

入操作，单据打印格式完

全按照标准单据来设计

的，支持多联式套打，打

印格式漂亮，美观，系统

支持采购入库、出库、调

拨、盘点、报废、样品、

货品调价等多项单据的

操作流程，同时提供货品

各种各样的统计汇总、明

细帐的查询，打印。各种

数据格式均可导成 Excel

格式，软件支持模糊查

询，有库存报警功能，支

持多页打印。 

高效运营 精确决策 

三、系统特点 

精诚软件公司通过细致的市场调研、卓越的技术能力以及有说服力的成

功案例，提出了吉林移动条码物资管理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系统可以有效提

高当前物资业务的运营效率，优化物资业务流程，为整个省公司及各市县级

分公司实现自动化、流程化、智能化 EAM 管理提供是佳系统平台。 

 

其中总公司可以直接访问分公司物资系统中的数据，分公司可以直接访

问县级公司和基站的数据，按照集团公司组织结构层层设计单据查询和打印

权限，是集团公司物资管理系统实现安全、稳定、高效、准确运行的基础。 

 

精诚条码化物资管理系统的建设将为吉林移动公司及下属分公司和县

级公司、各地基站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可将分散的物资采购和配送集

中到集团总部，形成完整的集团化物资采购、配送管理体系，达到物资精确

管理、库存帐务清晰、各项数据充分共享、及时查询分析和为领导提供精确

的决策依据，可充分实现集团公司集中管理、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物资管理

透明度，加强集团公司信息化建设、提高集团综合管理能力和综合实力。 

 

 



 

  

 实现全员化对物资全生命周期的跟踪管理，改造先前上线的固定资产

管理系 统，采用带有 GPRS 功能的 PDA 采集设备，实时跟踪物资各个环节

的状态，并实现动态盘点功能，保证数据反馈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通过系统的建设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将粗放的手工式管理变为

精细化的系统规范管理  

 各类物资归口管理,责任到人，加强物资管理水平，提高帐实相符率，

最大程度的减少物资流失和重复购置。 

 与 MIS 等系统接口，保证物资流和信息流同步，并提供方便直观的展

现方式，为公司领导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  

 

五、条码物资系统实施要求 

 实现对借货工程物资出入库的管理，不再手工记帐。 

 真正实现对实物的管理，记录物资存在的真实物理位置，对物资发生

的变化进行记录，提高拣货效率，减少出货的错误率。 

 移动终端自动采集程序，在入库、盘点、出货过程中，自动采集数据，

并进行核对，极大地提高了系统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 

 物资的发货，可以详细记录提货方、运输方相关信息，方便查询，降

低了一定 的风险性。 

 为 KPI 考核提供依据。  

应用带有 GPRS 功能的移

动终端，实现物资的实时

查询、仓库及施工现场收

发货、盘点、调拨等作业

方式，提高作业效率，加

快信息反馈，提高物资管

理的支撑力度，实现物资

全生命周期实时跟踪管

理，实现一套现代化的企

业物资管理系统。 

移动商务 随需应变 

四、系统实施和建设目标 



  

1、系统角色管理：是对角色的名称，所包括的权限等进行管理。考虑

到不同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分工不同，本系统提供了灵活的角色管理机

制，可对角色进行增加、修改、删除的操作及对各角色进行权限分配。 

2、审批流程自定义：系统支持审批流的定制，可以增加和变更审批流，

可以增加、修改和删除审批流中的任何一个节点，可以选择审批流的流转条

件，比如根据预算金额和类别等条件，选择确定审批流。 

3、组织机构管理：是对使用本系统的组织机构的详细信息进行管理。

可进行增加、删除公司及修改公司详细信息的操作。 

4、供应商管理：是对供应商的基本信息进行管理。可进行增加、修改、

删除供应商基本信息的操作。 

5、物资条码定义和管理：将公司中需要管理的物资或部品信息录入到

系统，根据编制规则在系统内形成商品的条形码，包括仓库编码、名称、备

注描述信息。 

6、物资采购管理：根据省公司、集团采购计划、物资缺料统计等因素，

部门首先下达物资采购计划，经负责人审批后，采购计划单转为采购订单，

采购订单再由主管领导审批后自动转成采购入库单。 

7、采购招投标管理：根据省公司采购计划完成各类物资采购的招投标

管理，其中包括招投标发布、外网投标过程、开标和供应商评分。实现请购、

合同签订、合同金额、采购管理指标等的统计分析功能。 

8、物资调拨管理：省公司领导或者相关人员根据物资使用及库存分布

情况下达调拔计划进行下一步物资的调拔处理，用户可查阅调拨单相关信

息，所需调拨商品的详细信息以及以前的审批历史记录后选择审批结果（通

过/拒绝），并填写审批意见； 

 9、物资库存管理：省公司库房及相关部门人员可实时、精确的了解当

前物资存储状况，通过一系列自定义查询条件可按需要找到相应条件下物资

信息。 

10、物资盘点管理：省公司、集团库管人员根据盘点计划进行在库物资

的盘点工作，盘点操作采用条码设备扫描方式，针对各库所对应的多仓位盘

点，打印盘点单、盘点清册、盘点凭证。 

精诚条形码物资管理系

统包括的内容有：系统管

理、权限管理、物资采购

管理、物资调拨/划拨管

理、物资库存管理、物资

报废管理、物资盘点管

理、物资退库管理、物资

样品管理、物资财务帐务

管理、综合统计报表系统

和领导决策分析系统等； 

六、 条码管理系统功能 

功能完善 结构严谨 



 

 

系统建设过程中将延边移

动公司特殊的业务管理模

式和信息系统进行了充分

的结合，与移动公司现行

的 MIS 系统、综合运维系

统无缝对接，形成了整个

公司协同工作的基础平

台，达到了信息的充分共

享和业务的全面协同。这

在整个移动公司乃至其他

各行业应用也是突破性

的、空前的具有一定战略

高度和眼光的大胆创新。 

精益求精 诚信服务 

11、物资报废管理：报废操作分为单一设备报废和批量设备退库。报废

必须填写报废审批部门和批准文号，批准日期等信息。批量设备报废可以采

用同一报废文件，不需要分别录入。报废审批标准可以按照具体情况制定。 

12、物资帐务管理：对在进行物资采购、调拔、划拔、赠送、报废等业

务时同时产生的各种账务进行统计。 

13、领导决策分析系统：按照采购、调拨、盘点等业务发生的时间、到

货情况、入库仓库、供应商、收货单位、相关项目、按时完成情况等分类进

行统计分析，帮助管理层领导提供大量的分析数据，便于决策。 

14、ERP/MIS 系统接口：完成与现有 ERP/MIS 系统的无缝接口，实现信

息共享和平台化集成。 

五、实施效益 

北京精诚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多年条码化物资管理系统的研发

经验，同延边分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就条码化物资管理系统

在延边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将先进的条码技术和数据

采集技术、无线网络技术、PDA 技术，结合 GPRS 通信技术等，实现先进的

条码化仓储物资管理。 

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和实施，目前系统已经在延边公司成功上线，各项

应用进入实际操作和应用阶段，延边移动公司条码仓储物资管理系统的成功

上线为延边公司在物资管理方面减轻了大量工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实现了各项业务的全面协同，大大提高了公司运转效率。 

延边移动公司正是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推动了整个公司

的信息化建设，为整个集团公司条码化物资管理开创了先河，系统的成功实

施也为延边移动公司带来了全新的管理模式和变革，是集团公司实现条码化

物资管理的样板和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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